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根据贵局《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浙证监公司字【2017】第149号，以下简

称“关注函”）的要求，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安见汉时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见科技”）本次收购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或“步森股份”）股份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收购”）

的财务顾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就关注函中的相关问题的核查回复

如下： 

1、请独立财务顾问就安见科技的收购实力、收购意图、是否具备收购人的

资格等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收购实力的说明 

本财务顾问通过安见科技实际控制人的简历、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和参股

企业、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等三个方面说明安见科技的收购实力。 

1、实际控制人的简历 

赵春霞，女，中国国籍，安见科技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赵春霞女士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在读，香港科

技大学EMBA在读。赵春霞女士本科毕业后加入花旗银行，主要负责私人银行管理

及投资分析，投资方向涉及金砖四国新能源及矿业板块。2010年开始创业投资，

2012年开始筹备创建安投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创建安投融（北

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聚焦金融科技助力传统金融的深度改造，引领普惠

金融，推动金融科技与金融服务机构的融合与重构。 

2、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和参股企业 



根据 2017 年 10 月 24 日步森股份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

除安见科技外，赵春霞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控制的股

权比例 
经营范围 

1 

北京春兴

爱融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00.00 
10.00%

（GP）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项

目投资；企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财

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推广服务；

（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

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2 

北京爱创

投投资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100.00 100.00%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开

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

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

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

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企业管理；项目

投资；经济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推广。（“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1 

北京融艾

创投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00.00  
100.00%

（注）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开

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

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

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

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企业管理；项目

投资；经济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推广。（“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1-1 

安投融（北

京）金融信

息服务有

限公司 

2275.5531 93.75%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开

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

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

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

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企业管理；项目

投资；经济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推广。（“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1-1-1 

新疆安邦

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受托资

产管理；投资顾问；股权投资；企业资产

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财务顾问；委

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国内贸易；投资兴

办实业。 

2-1-1-2 

安投融（北

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

司  

10000.00 100.00%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会

议服务；数据处理；市场调查；计算机系

统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1-1-2-1 

融艾（上

海）金融信

息服务有

限公司 

1000.00 100.00% 

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许可业务），投资

咨询，保险咨询（不得从事金融、证券、

保险业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

信、金融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

询、投资管理、设计、制作各类广告，接

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

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



程外包服务、商务咨询及服务（除经纪）、

计算机软件设计与开发，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企业形象策

划，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2 

北京融艾

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100.00 
1.00%

（GP）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开

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

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

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

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企业管理；项目

投资；经济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推广。（“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赵春霞已经签署协议将其持有的北京融艾创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 20%进行对外转让，上述转让尚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 

除上述受赵春霞女士控制的企业外，赵春霞女士其他主要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北京华富玄

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0.00 34.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服务；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企业管理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 北京中创控 10.00  30.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



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业管理；企业策划；会议服务；承办展览

展示；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3 

北京中创蓝

宇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50.00 30.00%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械电器设备、

五金、建筑材料。(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 

雁阵科技

（北京）有

限公司  

125.00 20.00%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

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

据中心除处）；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安见科技本次用于收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其中 3 亿元来源于安见科技

成立时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 3 亿元注册资本已经

缴纳完毕。 

同时，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安见科技股东赵春霞、苏红签署《共同投资

协议书》，约定对安见科技投资 8 亿元用于本次收购，其中赵春霞投入 7.6 亿元，

苏红投入 0.4 亿元。 

其中，赵春霞 7.6亿元新增投资款主要来源于其转让北京融艾创投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艾创投”）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所得。融艾创投

系安投融（北京）金融服务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投融”）控股股东，安

投融主要经营金融科技业务，拥有供应链金融、智能资产管理和智慧财富管理三

大板块，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营业绩）。根据赵春霞提供的合伙企业财产份

额转让协议，赵春霞将其持有的融艾创投出资总额的 20%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以

75,268 万元进行了对外转让。受让方系从事专业领域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实

业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 100%持股股东系建筑行业的实体企业。根据协议约

定受让方自接到赵春霞书面付款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向赵春霞付款，截止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赵春霞尚未收到上述款项，上述转让也未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此外，根据苏红出具的承诺函，苏红本次投资安见科技的资金 0.4亿元全部

为自有资金。 

经核查，安见科技本次收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

源于步森股份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或者其他

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二、收购意图的说明 

安见科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安见科技将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股东利益的原则，保持上市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未来，安见科技将通过对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业

务结构调整谋求长期、健康发展，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全体股东带来良

好回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安见科技暂无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或者对上市公司资产、主营业务作出调整的计划，但不排除提议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作出适当、合理及必要调整的可能。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安见科技收购上市公司股权意图明确且理由充分，

有利于上市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否具备收购人的资格的说明  

本财务顾问通过查询深圳交易所、上海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和全国法院被执

行人信息查询网等网站未发现安见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赵春霞女士具有不符合

收购资格行为；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

为。  

安见科技承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安见科技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

的规定，具备收购人的资格。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

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  

李忠                      潘龙浩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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